
8月14日，秋风送爽，记者来到睢杞战役的核心要地龙
王店，如今的睢县蓼堤镇罗阳村，见到了出生于 1949年的
老人闫传升。

70年来，他与共和国同龄，与共和国同行。“我们享了
共产党的福，才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交谈中，闫传升老
人声音洪亮，记者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

由于家庭困难，闫传升 9岁才上小学。那时候家里没
有钟表，不知道时间，每天早上天蒙蒙亮时，就起床去上
学了。天气热时，教室里满是苍蝇和尘土；天气冷时，教
室四面透风，冻坏手脚是常有的事。晚上在家，点着煤油

灯复习功课，离得远看不清楚书本上的字，离得近又怕烧
着头发……

1964年，小学毕业后，闫传升在生产队干了两年的农
活。1966年，郑州电器厂来村里招工，他为了家庭生计报
名去务工，这一干就是 15年。1981年，那时候的农村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地里的农活没人干，家家户户还要缴
公粮，加上老婆孩子都在家，闫传升便回到了县里。

1984年，他去了离家不远的榆厢供销社上班。随着政
策放宽、市场搞活，供销社是当时最热闹的地方，柜台上的
商品开始变得品种丰富，但主要还是供应老百姓生活的必需
品。顾客购买商品时不光要用钱，还要用各种票，买布用布
票，买粮食用粮票。那个年代没有计算机，也没有手机，售
货员算账全靠算盘。

1988年，闫传升回到了自己家所在的蓼堤镇上的供销
社上班，他清楚地记得，那时镇上盖了一座“大楼”——振
兴商场“大楼”，其实也就两层楼，十几个柜台。 自供销社
改制后，供销社也开始打破铁饭碗，代之而起的是市场开

放，各种超市、专业商店（铺）沿街林立。
闫传升回忆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供销社保障全国人

民的衣食住行，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如今，农
民也不用缴公粮了，种田还有补贴，那时候的往事也成了一
段珍贵的回忆。

2009年，闫传升退休。接下来，他又经历了国家快速
繁荣发展的十个年头。家里的黑白电视机换成了彩色电视
机；两轮摩托车换成了电动四轮小轿车；老式手机换成了老
年智能语音手机……说起村里变化最大的事，闫传升竖起了
大拇指。自从脱贫攻坚工作队来到这儿，村里的土路被修成
了水泥路，方便了群众的出行；以前坑塘里成堆的垃圾被清
理干净，村容村貌变美了；道路两边装上了明亮的路灯，村
民晚上出门心里亮堂堂的。

走在村里的“致富路”上，看着村内繁华的商业街，闫
传升心里感慨万分：“我觉得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科技发展
一天比一天先进，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他的脸上露出了
满足的笑容。

“我们享了共产党的福”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陆 曦

乡村振兴在行动

欢迎关注
“商丘县区新闻”
微信公众号

欢迎关注
“商丘县区新闻”
微信公众号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019年8月16日 星期五

编辑编辑 于于 佳佳 投稿信箱投稿信箱 sqrbxq@sqrbxq@163163.com.com

3民权·睢县

本版新闻统筹 闫鹏亮 黄业波

一线传真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有了固定的
产业，群众就有了牢靠的收入，足不出村
就能打工赚钱，真好！”8月 14日，民权
县王桥镇麻花庄村村民张国栋说。

麻花庄紧抓麻花食品这个传统产业，
把“麻花”这篇文章做大做强，不仅富了百
姓还壮大了集体经济。2018年全村群众
仅靠麻花加工和销售、运输等经营活动，全
村群众平均年收入增加 800元，村集体收
入 30万元，今年上半年，村里成立了麻花
庄食品有限公司，村集体收入 60万元，预
计到今年年底，村集体收入可达150万元，
农民仅靠此项可增收1000元。

据悉，近几年来，民权县抓产业扶
贫工作主要是在“新、长、稳”三个字
上下功夫。

一是突出“新”。首先，该县建立了
新的发展思路，发展产业扶贫项目不搞

“一刀切”、不搞“模式化”，结合贫困村
贫困户的发展特点和种养习惯，因村制
宜、因户施策，实施的产业扶贫项目接
地气，具有生命力。他们着力打造了

“南葱北菌西笋东菜中万棚”产业扶贫
“大格局”。他们创新工作方式，实行重

点产业扶贫项目联系点制度，该县主要
领导坚持每周到重点扶贫产业联系点调
研督导，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扶贫产业
项目健康发展。

二是突出“长”。就是建立了长效机
制，该县出台了《民权县产业扶贫实施
细则》等政策文件，保障了扶贫产业的
健康发展。他们建立了带贫企业与贫困
人口利益连接机制，培育了金联投、神
人助粮油、双龙面粉、双飞农业科技等
6 家带贫龙头企业，全县共发展带贫产
业园区 36个，带动 7846名贫困人口脱贫
致富。带贫企业拉长了产业链条，先后
引进花仙子粮油、长领花生、神人助、
双龙粉业、天明葡萄酒、小乔饮品等农
副产品深加工企业，实现了种、购、销
和深加工一体的产业链条，创建河南省
驰名商标 17 个，国家级驰名商标 3 个。
带贫企业延长收益时间。所有产业扶贫
项目收益时间都在 5 年以上，其中，光
伏项目收益年限是 25年。

三是突出“稳”。该县注重防范产业
扶贫项目风险，确保贫困户稳定收益。
他们建立购销合作关系，该县与上海农

产品批发市场、云南宏泰佳农民专业合
作社和寿光君欣蔬菜有限公司建立了农
产品外延基地及产品购销合作关系，提
供技术服务，对接市场销售，解决了贫
困群众“卖菜难”的问题。该县投入资
金 520 万元，委托中原农险、人保财险
对贫困户小麦、花生、日光温棚进行承

保，最大限度防止了贫困户因灾返贫风
险；该县还投入资金 5000万元，建立小
额贴息贷款风险防控“资金池”，按 1比
10的比例为贫困户发放免抵押、免担保
小额贴息贷款，2018年以来，累计发放
小额贴息贷款 1 亿多元，基本满足了贫
困群众发展产业资金需求。

民权：做活产业扶贫带动农户增收

葡萄喜获丰收。 薛 皓 摄

本报讯 （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 史 霞）连日来，睢县豫剧团
冒着高温酷暑，在睢县农村的学校企
业、文化广场、田间树林开展“戏曲
进乡村”巡回演出，他们每到一处，
都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每场演
出都吸引上千名群众观看。

“我们计划在每个村的演出时间
为两天。然而演出结束时，也是我们
最难为情的时候，当地群众或不让收
拾道具，或挡在车前，都想让我们多
演一天。”该团团长李传才由衷地说。

“睢县豫剧团从新中国成立时建
团，经历了发展、低潮到现在的高
潮，如今已成为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一
潭活水。”该团现年 66岁的老团长黄
志勤介绍说，睢县豫剧团成立于
1949 年，当时被命名为“人民剧
团。”1957 年，更名为“睢县豫剧
团”。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睢县二夹弦剧团、睢县越调剧团与豫
剧团合并，组建了现在的睢县豫剧
团。

在传统戏曲发展上，睢县豫剧团
可谓是艰难曲折。建团之初，人员队
伍极不稳定，基本上都是“临时凑
和”，道具也是演员们自带，经济上
自负盈亏。到 1964年，睢县文教局
剧目组成立，睢县豫剧团走向正规，
1966 年，该团创作排演的现代戏
《焦裕禄》红遍全国，在南京曾连演
三个多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按照
上级指示精神，“传统戏禁演”，曾在
睢县流传出“睢县的戏，不应去，不
是沙家浜就是红灯记”的说法。十多
年间，睢县豫剧团处于低迷状态。
1977 年粉碎“四人帮”后，睢县豫
剧团恢复传统剧目演出，但演员们为
了生计，都自由结合，各奔东西到全
国进行封闭性的商业演出，管理一
度混乱。

1999 年，睢县县委提出了“救
活睢县豫剧团”的设想。睢县文化
局成立了睢县豫剧团领导组，赶制
了大型流动舞台，添置了当时最为
先进的灯光音响和道具，购置了全
新的服装，演员队伍进行了整合，
有了专业稳定的演员队伍，演出场
地也由在封闭的剧院走向农村。2005
年，睢县豫剧团获河南省文化厅百
佳文化经营单位称号。

“自开展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以来，睢县群众的腰包鼓了
起来，我们文化部门就以提高群众
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根本目标，让传
统文化在农村活起来，为推进农村
文化振兴加油助力。”该县文化广电
旅游局局长李志昌说，4年来睢县豫剧团在全县免费巡回演出
1500多场，在传统戏曲演出的同时，该团还相继自编、自导、
自演了以扶贫第一书记、健康扶贫项目为原型的现代剧《惠河
湾》和大型古装历史剧《锦绣襄邑》等 10多个现代戏曲、小
品。其中《锦绣襄邑》获商丘市第三届戏曲大赛金奖及河南省
第十四届戏曲大赛文华奖二等奖，并入围河南省“中原大舞
台”展演剧目，《惠河湾》获河南省“中天杯” 第八届黄河戏
曲节银奖。

“睢县豫剧团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成就，离不开爱岗敬业
的团队演员。”李传才说。2017年《锦绣襄邑》剧目进入河南
省第十四届戏曲大赛决赛时，主要演员孟霞的丈夫离世，她忍
着内心的悲痛，坚持参加了比赛，待比赛结束后才回到病逝丈
夫的身边。剧团有今天的成就，李传才表示更离不开党和政府
的领导和支持，2018年县委、县政府又投资 40万元为剧团购
置了现代化的灯光、音箱、道具等舞台设备，更激发他们献身
于乡村振兴建设的激情。

谈到戏曲的发展，李传才说，该团现有人员 56名，国家
三级演员18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3名。但演员年龄呈现老化
状态，专业院校的演员较少仍是问题，今后剧团将不断扩大演
员队伍，优化年龄、高学历组合。同时，针对群众渴望戏曲扎
根农村的愿望，目前在有传统戏曲基础的孙寨刘六村、董店陈
楼村开展戏曲培训。

“在新中国成立时，俺村就有豫剧团，但这几十年，会唱
戏的人越来越少，幸亏现在有老师教戏，我们又唱了起来。”
刘六村老年戏曲队队长肖传广高兴地说，“目前，该村已成立
豫剧队、红歌队和坠子书队 3个戏曲队以及广场舞、腰鼓等 4
个娱乐队，他们利用闲暇时间，在文化广场上吹拉弹唱，载歌
载舞，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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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经省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评估验收和公示，我省
正式命名睢县等 34个县（市、区）为“河南省食品安
全示范县（市、区）”，这也是我省命名的第二批食品
安全示范县（市、区）。截至目前，我省食品安全示范
县（市、区）数量达到 43个，约占全省县（市、区）
总量的23%。

此次评审，省政府食安办按照“未发生食品安全
重大事故、当地群众对食品安全总体满意度达70%、当
地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稳定在 97%”
等共254条评价细则，在各地自查推荐的基础上，依次
开展了材料审核、否决项评估、现场验收和社会公示
等工作，最终验收通过睢县等共 34个县（市、区）符
合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标准，并给予命名。

从 2017年 10月开始，在各地自查推荐的基础上，
省政府食品安全办组织有关部门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和
标准开展了否决项评估、现场验收和杜会公示等工
作，共有 9个试点县达到了食品安全示范县标准要求。
其中我市民权县、永城市为第一批“河南省食品安全
示范县”，并予以授牌。

睢县被命名为我省第二批
食品安全示范县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许世峰）“每周一下
午，在会议室为全村共产党员讲廉政党课，是我每周的

‘必修课’。”8月 12日，民权县龙塘镇许小楼村党支部
书记许来生像往常一样给村里的党员上“廉政党课”。

据悉，半年多来，许来生为党员讲廉政党课 30余
次。驻村帮扶队、村“两委”成员及许小楼村党员 20
余人，每周一下午都会准时认真聆听党课，接受党性教
育和精神洗礼。

不用课件、没有讲稿，许来生每次讲课都紧紧围绕
“廉政”二字，结合国内形势和基层工作，运用鲜活的
事例、通俗的语言，为大家呈现一节节生动精彩的党
课。

当记者问起许来生每周这样做的动力从何而来时，
他感慨万千：作为村里的老党员，我要给年轻党员带好
头，兑现入党的承诺，时刻听党话，永远跟党走。“讲
党课”就是为了时刻告诉大家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坚定自己的内心，不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里不一
的“虚假人”。作为党员要率先垂范，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充满向善的正能量。我们这样每周学习，能够使全
体党员的心紧密团结在一起，凝聚力量全力开展好村内
各项工作，维护好村内稳定，为许小楼村的发展贡献力
量。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正是“每周一讲”这个
看似微小的习惯，让“守初心，创清廉”的氛围在许小
楼村蔚然成风。

龙塘镇许小楼村

上廉政党课 肃党风正气 8月15日，民权县城管局路灯所
的维修人员在检修路灯电缆头以防
漏电。据悉，每根路灯杆内的电缆头
可以防雨水淋溅，但不能防水浸。维
修人员提醒市民行走时不要靠近路灯
杆，防止漏电触电事故的发生。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睢县平岗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注重历史文化保护和传承。图为以唐风宋韵为主要风格的无忧寺新村航
拍图。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